
Date of Sermon: 2021年 ⼗⽉3⽇ 

路加論反加恩之在後者 (1) 

新⽵歸正福⾳教會　⽪敦⽂講章 
講道時間: 54 分鐘

經⽂

路加福⾳⼗三章1-30節

前⾔
符類福⾳皆記「只是有在後的, 將要在前, 有在前的, 將要在後」這句話, ⾺太福⾳有三處(參太
19:30; 20:16; 22:14), ⾺可福⾳⼀處, 路加福⾳僅⼀處明寫之(路13:30), 另⼀處與⾺太福⾳
19:30節的背景相同, 但沒有寫下這句話(參路18:18-30)。

路加記主耶穌說這句話之前有三段各⾃獨立事件, 故應是作者路加這三事件連在⼀起可解釋這
句話的涵義, 這與⾺太福⾳記寫⽅式不同, 後者是耶穌回答彼得和祭司長等⼈之問。老實說, 單
單讀路加寫的這三事件真不知為何在後的與在前的可以作這些事的總結語。然感謝主, 路加福
⾳被安排成第三卷福⾳書, 我們可以取前兩卷書對在後的與在前的認識, 來理解主藉這三件事
對我們的教訓是什麼。這三件事必須⼀起思想找出其中關聯性, 若單獨思想每⼀段事件將錯失
重點, 甚⾄會懷疑耶穌處理的⽅式。

路加福⾳第⼗三章

第⼀段 (1-9節): 公義與憐憫
有⼈將彼拉多使加利利⼈的⾎攙雜在猶太⼈的祭物中告訴耶穌, 此事令猶太⼈甚為憤怒, 這位
巡撫完全不尊重猶太⼈, 完全不認為⾃⼰是猶太⼈的⽗⺟官。但是, 話⼜說回來, 他⼜怎可能尊
重猶太⼈呢? 猶太⼈⼝⼝聲聲稱他們敬拜的上帝是創造天地的主, 引導他們⺠族⾄今, 若真是這
樣的話, 猶太⼈怎會在羅⾺帝國統治之下?

彼拉多惡劣⾄極, 戲弄猶太⼈甚為看重的聖殿獻祭, 他⽤著極為卑劣的⼿段, 將⼈的⾎混入猶太
⼈獻祭之祭牲的⾎。有些猶太⼈將這事告訴耶穌, 此舉令⼈玩味, 因這樣的事是宗教性, 也是政
治性, 理當由祭司長出⾯解決才對。從這事依然存在來看, 祭司長並未妥善處理之, 其中原因則
不得⽽知, 或許是對掌權者忍氣吞聲故, 然耶穌畢竟僅是⼀介平⺠, 無適當的頭銜與彼拉多交涉, 
換句話說, 猶太⼈將這事告訴耶穌, 於事無補。不過, 耶穌在這些⼈⼼中的地位與份量是重的, 
甚⾄可能比祭司長還重, 所以, 他們才會將這事告訴耶穌, ⼼想著或可從耶穌那裏得到解決的辦
法, 因為⼤衛求上帝救他脫離喜愛流⼈⾎的⼈(詩59:2)。

無論如何, 耶穌還是聽進這事, 然耶穌的回應完全出乎問話之⼈的意料之外。是的, 彼拉多的⾏
為是惡劣的, 聖殿獻祭的規矩是上帝定的, 耶穌不可能同意彼拉多的⾏為, 然耶穌這時的眼⽬放
在問者⾝上, 主的回答不是安撫, 或給個說法, 反⽽教訓這些⼈, 主說:「你們以為這些加利利⼈
比眾加利利⼈更有罪, 所以受這害麼? 我告訴你們, 不是的, 你們若不悔改, 都要如此滅亡。」
耶穌深知彼拉多的惡, 他知道彼拉多攙雜⽤的⾎不是普通加利利⼈的⾎, ⽽是罪犯加利利⼈的
⾎, 這是極度諷刺的作法。彼拉多曉得猶太⼈獻祭犧牲的意義是為了上帝赦免⼈的罪, 那麼, 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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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加利利罪⼈的⾎混在祭牲的⾎中, 他們的罪是否因此可得赦免? 上帝的權能是否在這些加利
利罪犯⾝上依然有效?

問話之⼈認為這些加利利罪犯真是罪有應得, 所以, 死後不得全屍, 還被彼拉多放⾎, ⽤來做他
嘲諷猶太⼈的⼯具。問話之⼈以公義之姿指出他⼈之惡, 但耶穌卻要他們注意⾃⼰的罪惡, 並
說:「你們若不悔改, 都要如此滅亡。」這些問話的⼈要獻祭, 然他們注意的是獻祭的細節是否
符合聖經的規定, 但從耶穌潔淨聖殿之舉來看, 當時猶太⼈的獻祭已徒具形式, 祭牲⽤買的, 不
是⾃⼰養的, 獻祭已變成猶太⼈的責任, 不得不為, ⽽不是為了敬拜上帝。

耶穌續以「從前⻄羅亞樓倒塌了, 壓死⼗八個⼈, 你們以為那些⼈比⼀切住在耶路撒冷的⼈更
有罪麼?」同樣地, 問話之⼈認為不幸因意外⾝亡的⼈是上帝不保守的⼈, ⽽上帝不保守的原因
是他們的罪孽深重。耶穌否定這樣的觀念, 再次說:「你們若不悔改, 都要如此滅亡。」

⼈對週遭發⽣的事必有⾃⼰的評論與反應, 此時, 耶穌以這兩件事引動猶太⼈的聖潔觀與罪
觀。猶太⼈花了四百年的時間來改正他們在瑪拉基書裏所述對獻祭的輕慢, 耶穌出現時, 猶太
⼈已⾃信在這⽅⾯的盡⼼, 按申命記的要求準備所有祭物, 在雄偉華麗的聖殿裏獻祭。那, 耶穌
要問話的⼈悔改甚麼? 當時的猶太⼈已忘記撒⺟耳說的,「主喜悅燔祭和平安祭, 豈如喜悅⼈聽
從他的話呢? 聽命勝於獻祭, 順從勝於公⽺的脂油。」(撒上15:22) 獻祭者已不知獻祭的意義。

比喻⼀: 無花果樹和管園的
耶穌教訓完問話的⼈之後, ⼜說了⼀個比諭, 這比喻的重點需與前⾯所⾔有關, 如果將這比喻的
每⼀個名詞都賦予意義的話, 將不著重點。耶穌這比喻說著, 葡萄園主⼈要砍掉三年來摘種在
他園裏的無花果樹, 因為這無花果樹佔地⼜不結果⼦。但, 管園的求情地說:「主阿! 今年且留
著, 等我周圍掘開⼟, 加上糞, 以後若結果⼦便罷, 不然再把他砍了。」我們暫不論園主指的是
誰, 管園的指的⼜是誰, 重點之⼀就是這棵不結果的無花果樹指的就是前⾯問話的⼈, 他們聽了
主耶穌的教訓之後, 若不悔改, 都要如此滅亡, 就如被砍的無花果樹⼀樣。

這比喻第⼆個重點是那管園的, 我們不可能察覺不到他那甚深的憐憫與忍耐的⼼。路加安排這
位管園的與接下來那管會堂的兩相比較, 作為在前的與在後的⽣命特質範例。我請⼤家注意, 
主耶穌沒有試圖去教育並改變彼拉多, ⽽是⼼繫問話者, 多⽅教訓他們。

第⼆段 (10-21節)

管會堂的質疑
這段主要⼈物是管會堂的, 他看到耶穌於安息⽇在他管的會堂裏治病, 就氣忿忿的對眾⼈說:
「有六⽇應當作⼯, 那六⽇之內可以來求醫, 在安息⽇卻不可。」意即任何時間醫病皆可, 唯獨
在安息⽇醫病則萬萬不⾏。管會堂的主要責任就是在安息⽇這⼀天能完全遵守上帝在安息⽇定
的所有規定, 這等責任感是好的, 在宗教性強的猶太社會是必要的。

這位管會堂的何缺神蹟⾒證, 但他現在正經歷⼀件從未發⽣過的神蹟, 承受⼀個全新的經驗, 就
是有⼀個⼈名叫耶穌的, 在安息⽇醫好了⼀個被⿁附著, 病了⼗八年的婦⼈。我們看到, 管會堂
的與管聖殿的祭司長對耶穌的反應⼀模⼀樣, 兩者皆質疑耶穌所為的合法性, 這表⽰猶太⺠族
上下已經被制度僵化了他們的思維, 完全失去耶穌⾏事的判讀能⼒。

僵化者無法敏銳於時勢變化: 耶穌這時已在加利利各會堂傳道多時(路4:44), 從施洗約翰到耶穌
的傳道事⼯掀起的旋風橫掃整個猶太全地, 然管會堂的僵化思維使他無視於這股旋風的含義。
當這旋風掃進他所管的會堂時, 耶穌⾏了⼀個獨特的神蹟, 是其他會堂沒有的恩典, 我們看到, 
這位管會堂的親眼看到這神蹟, 卻沒有靜思發⽣在他⾯前這等奇事, 也不注意⾏這事的⼈亦是
在會堂裏教訓上帝的道的⼈, 不可能不知道安息⽇的規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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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時勢焦點就是中美交鋒, 親美的台灣教會當如何因應之? 如何解釋以基督教為主要信仰的
美國不重視百姓⽣命, 不專注控制疫情, ⽽相信唯物論的共產黨卻重視⼈命? ⼜如何解釋ㄧ個有
神論可公開禱告上帝的國家想著如何以疫苗謀⾃⼰國家最⼤利, ⽽ㄧ個無神論沒有宗教信仰的
國家卻想著如何以疫苗救世上更多的⼈?

僵化者⼒求維穩: 會堂是眾⼈集聚的場所, 必有禁令以為秩序的維穩, 這是不錯的, 也是必要
的。當耶穌旋風進入這會堂時, 管會堂的沒有附和之, 從客觀⾓度來看, 這是個穩健的作法。從
上帝派遣施洗約翰先修直主的道路, 且耶穌⼀⽽再, 再⽽三地說他是⽗所差的來看, 我們可以合
理的懷疑, 過去在沒有上帝先知的四百年當中, 必有多起⾃稱是彌賽亞的假先知出現在猶太社
會中。這些假彌賽亞必有旋風級的⼈物, 造成社會動盪實不在話下, 管會堂的看到耶穌的旋風
或許認為這⼜是另⼀場騙局。然, 任何維穩的作法適⽤於所有⼈, 但⼀碰到耶穌, 這維穩作法反
敵擋了主。

耶穌當時已傳道多時, 這位管會堂的必已知道耶穌傳道所掀起的旋風, 也聽過耶穌在安息⽇做
⼯的事, 趕過⿁(路4:35), 醫好過⼀個右⼿枯乾了的⼈(路6:6), 他這時發這⾔有著代表其他會堂
發洩積怨已久的怒氣, 指責耶穌多次破壞安息⽇的規矩。 

今⽇教會亦是如此, 教會需維穩, 否則⼀個⾃稱會醫病, 會趕⿁的瘋⼦基督徒跑進教會, 說要醫
病趕⿁, 豈不亂了套? 然, 教會在⼒求維穩之際, 若碰到有⼈可傳基督的道, 且是真的, 那怎麼
辦? 牧師會怎麽做? 我可以告訴各位, 若這⼈⼀直秉守初衷, 堅傳基督並他釘⼗字架, 教會終究
容不了這⼈, 會窺伺破綻, 找出理由請他離開, 正如這管會堂的所為的⼀樣。

僵化者安逸慣了: 羅⾺帝國的統治是有效的, 成就了四境太平的盛世, 耶穌就在這樣的和平國度
下四處傳道⽽不受阻。猶太⼈活在這樣的安逸下, 當然不希望發⽣擾動局⾯的事, 耶穌突然在
管會堂的⾯前⾏事, 著實讓他措⼿不及。要知道, 安逸的⽇⼦⼀但過久了, 安逸的⼼⼀但習慣了, 
已經無法承受耶穌帶來巨⼤的震盪, 無法應付上帝那“忽然”的作為, 萬軍之主說:「早先的事, 我
從古時說明, 已經出了我的⼝, 也是我所指⽰的, 我忽然⾏作, 事便成就。...你們所尋求的主必
忽然進入他的殿。」(賽48:3; 瑪3:1)

主再來時也是忽然的事, 保羅說:「主的⽇⼦來到, 好像夜間的賊⼀樣, ⼈正說平安穩妥的時候, 
災禍忽然臨到他們, 如同產難臨到懷胎的婦⼈⼀樣。他們絕不能逃脫。」(帖前5:2b-3) 教會的
安逸⼼態必然惶恐於主的再來。

僵化者難辨事情輕重: 耶穌在會堂裏做了兩件事, ⾏教訓與⾏神蹟。然, 管會堂的僅關注耶穌⾏
神蹟, 不在意耶穌⾏教訓, 這顯然分不清孰輕孰重, 不知兩者影響深遠程度。我問各位, 耶穌這
醫病神蹟可傳多久? 幾年? ⼀世紀? 過了這個世代, 是否還會影響⼈? 再問, 耶穌的教訓可傳多
久? 影響層⾯可有多廣? 是不是世世代代? 所以, 管會堂的要⼤聲制⽌的應該是耶穌⾏教訓部
份, 然他的僵化性格偏向“做事”⽅⾯。

靈恩派愛顯擺神蹟滿滿, 卻不注意教訓, 這看似活潑熱情, 然卻分不清這兩者輕重。今⽇教會愛
神蹟, 但誰還在意⼗年或⼆⼗年前的神蹟, 教會經過愛神蹟牧師⼀世代的牧會, 存留於世的資產, 
匱乏⾄極。

僵化者失去屬靈判斷能⼒: 管會堂的無法判斷耶穌⾏事的意義, 這位管會堂的顯然不認識耶穌, 
即便如此, 他可以看耶穌這個⼈做的事來評斷, 耶穌說:「你們當信我, 我在⽗裏⾯, ⽗在我裏⾯, 
即或不信, 也當因我所作的事信我。」(約14:1; 亦參5:36) 請⼤家注意, 這種以⾏事看⼈是主耶
穌所定是否屬他之信仰檢測劑, 主說:「我已經告訴你們, 你們不信, 我奉我⽗之名所⾏的事可以
為我作⾒證, 只是你們不信, 因為你們不是我的⽺。」(約10:2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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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事⼤多是互證, 即怎樣的⼈就做出怎樣的事, 但我們知道⼈會做錯事, 我們不會因事廢⼈,  
我們的⼈與事有時是可分開的。但, 耶穌這個⼈與他做的每⼀件事都是不可分開的, 耶穌從來
沒有做錯過⼀件事, 連⼀件也沒有, 正如他從來沒有說錯過⼀句話, 連⼀句也沒有。這位管會堂
的碰到的是會堂真正的主⼈, 他必須要退其位, 按主⼈的意思⾏。

耶穌的回答
耶穌對管會堂的說:「假冒為善的⼈哪! 難道你們各⼈在安息⽇不解開槽上的⽜驢牽去飲麼? 況
且, 這女⼈本是亞伯拉罕的後裔, 被撒但捆綁了這⼗八年, 不當在安息⽇解開她的綁麼?」耶穌
對質疑他的⽂⼠和法利賽⼈亦作出類似的回答, 主說:「我問你們, 在安息⽇⾏善⾏惡, 救命害
命, 那樣是可以的呢?」(路6:9) 可⾒, 當時猶太領袖已經不將⼈⺠的福祉放在第⼀位, ⼼中所要
的就是表⾯的和平, 於安息⽇時⾏禮如儀的執⾏所定的律法, 寧願犧牲會眾福祉亦在所不惜。

管會堂的關⼼安息⽇當守的誡命甚於關⼼⼈的性命, 對耶穌在安息⽇治病顯得氣忿忿。安息⽇
為⼈, 管會堂的守安息⽇卻違背了安息⽇⽤意。耶穌傳道時說:「我喜愛憐恤, 不喜愛祭祀。...
⼈⼦是安息⽇的主。」(參太12:3-8)

比喻⼆: 芥菜種和麵酵
耶穌以芥菜種和麵酵比諭神國之⽤意何在? 這比諭與前⾯管園的和管會堂的有何關聯? 我們不
需過度解釋芥菜種和麵酵, 將之寓意化。芥菜種原來的體積甚⼩, 但假以時⽇必可長成⼤樹; 麵
酵雖細微, ⾁眼難察, 但卻可使整個麵團發起來。耶穌⽤芥菜種和麵酵來表達在神國裏的⼈成
長的必然, 也就是, 在耶穌名下的⼈⼀定會成長。

神國的王在此啟⽰他管理統治的⽅式, 就是基督徒當為⾃⼰屬靈的⽣命負責, 為⾃⼰的將來負
責, 別⼈無法代得獎賞或代受過, 故必須儆醒⾃⼰⽣命的成長狀態, 當主⼈耶穌再來時, 應如那
管園的⽽被他選上, 不應如那管會堂的, 不被他選上。主耶穌這樣的統治⽅式促使基保持儆醒
狀態, 不致閒散。由於耶穌已指⽰管園的和管會堂的樣式, 基督徒長成過程中因⽽有了具體參
考, 得知如何持守或修正。

請問各位, 我們長成像管園的樣式容易, 還是像管會堂的容易? 任何⼈都可以執⾏會堂的規定, 
所以, 長成像會堂的容易些, 但⽣發對⼈的憐憫與耐⼼就不是⼀件容易的事。再者, 慣以公義之
名發聲的⼈, 要他存悔改的⼼也是不容易的。主耶穌在此已指明我們的⼼歸他的障礙, 屬靈⽣
命改變的困難所在, 好使我們留⼼注意。

********* 因時間的關係, 今天就講到這裏, 下週繼續第三段的解釋 *********
第三段 (22-29節): 耶穌教訓要努⼒進窄⾨好得救
被召的基督徒若要成為被耶穌選上的, 他唯⼀的道路就是進窄⾨, 從耶穌對此所表明的態度來
看, 這唯⼀是絕對的唯⼀。主說:「你們要努⼒進窄⾨, 我告訴你們, 將來有許多⼈想要進去卻是
不能, 及⾄家主起來關了⾨, 你們站在外⾯叩⾨, 說:『主阿! 給我們開⾨。』他就回答說:『我不
認識你們, 不曉得你們是那裏來的。』那時, 你們要說:『我們在你⾯前喫過喝過, 你也在我們的
街上教訓過⼈。』他要說:『我告訴你們, 我不曉得你們是那裏來的, 你們這⼀切作惡的⼈, 離開
我去罷! 你們要看⾒亞伯拉罕、以撒、雅各, 和眾先知都在上帝的國裏, 你們卻被趕到外⾯, 在
那裏必要哀哭切⿒了。從東、從⻄、從南、從北將有⼈來, 在上帝的國裏坐席。」

耶穌命令基督徒現在活著的時候「要努⼒進窄⾨」, 這窄⾨的寬度僅有「凡我所吩咐你們的, 
都教訓他們遵守。」(太28:20) 我們可從聖經理出千千萬萬的主題教訓, 但耶穌要傳道⼈教訓⼈
的內容僅是他吩咐他們的教訓, 耶穌說:「保惠師, 就是⽗因我的名所要差來的聖靈, 他要將⼀切

第  ⾴ (共  ⾴)4 5



的事指教你們, 並且要叫你們想起我對你們所說的⼀切話。 」(約14:26)(注意紅字) 基督在世的
教導乃是教會真理教導的基礎, 聖靈因基督的名⽽來到世界, 祂必然遵守這個原則, 永不改變。

家主關⼤⾨
耶穌⽤家主關⼤⾨的具象來講述將來的事, ⼤⾨已經關了, 許多⼈被拒在⾨外猛叩⾨, 求家主開
⾨讓他們進去。⾨內的家主與⾨外的⼈有⼀番對話, 家主表明他認識的全都已經在⾨內了, ⼀
個也不缺, ⾄於⾨外的⼈, 他⼀個也不認識。⾨外的⼈聽到家主這麼說, 甚感詫異不解, 直問家
主怎麼可能不認識他們, 因為他們與家主同⽣活過, 並共事過,「我們在你⾯前喫過喝過, 你也在
我們的街上教訓過⼈。」

我停在這裏問⼤家, 同喫過, 同喝過, 同領受教訓過就表⽰彼此認識? 約翰寫約翰⼀書時說到,
「他們從我們中間出去, 卻不是屬我們的, 若是屬我們的, 就必仍舊與我們同在; 他們出去, 顯明
都不是屬我們的。」(約⼀2:19) 這些離開約翰教會的⼈必與約翰有共同喫過喝過領受教訓的經
驗, 然⽽約翰說這些⼈不是屬於他們的。離開我們教會的⼈不是與我們曾同享過愛宴, 同彼此
勸勉教訓, 但當他們決定離開時, 他們就與我們所⾒證的基督和他的道無關。所以, 這些在家主
⾨外的⼈以在他⾯前喫過喝過, 並領受過他的教訓為理由請家主開⾨, 實在是愚不可及。

家主說,「我不認識你們, 不曉得你們是那裏來的」, 問, 家主真的不認識這些在⾨外的⼈嗎? 若
家主不認識他們, 為什麼會稱他們是惡⼈呢? 詩篇第⼀篇第⼀節開宗明義地說:「不從惡⼈的計
謀」, 第9:17節定義惡⼈就是「忘記上帝的外邦⼈」, 因此, 惡⼈⾯帶驕傲說,「主必不追究」, 
惡⼈⼀切所想的都以為沒有上帝(詩10:4)。

耶穌定義惡⼈
現在, 耶穌定義惡⼈是他不認識的⼈, 請注意其中的主格是耶穌, ⽽不是基督徒, 也就是說, 基督
徒說他認識耶穌, 這樣還不能作為他不是惡⼈的標準, 要主耶穌親⾃認定誰是惡⼈。因此, 凡奉
主的名的聚會所講的每⼀篇道, 主耶穌都要親⾃認證之, 是否依循他的命令, ⾒證他(約15:27), 
真理的聖靈也要同證(約15:26); ⾄於聽道者, 聖靈上帝亦會分別消滅祂的感動的⼈, 也就是, 不
接受基督⾒證的⼈。

惡⼈悲歌
家主對站在⾨外的⼈已經說了不認識你們, 若家主真不認識, 就不必多⾔, 然他卻繼續說下去, 
告訴他們結局為何, 主說:「你們要看⾒亞伯拉罕、以撒、雅各, 和眾先知都在上帝的國裏, 你們
卻被趕到外⾯, 在那裏必要哀哭切⿒了。從東、從⻄、從南、從北將有⼈來, 在上帝的國裏坐
席。」我稱這句話叫做「惡⼈悲歌」。猶太⼈說他們是亞伯拉罕的後裔(約8:33), 但耶穌說亞
伯拉罕等⼈都在上帝的國裏, 否定了猶太⼈的⾃詡。家主對⾨外惡⼈的否定更加推進⼀步, 說, 
他們視為不潔淨的外邦⼈將從東南⻄北, 各地各⽅進入上帝的國裏坐席。

只是有在後的, 將要在前, 有在前的, 將要在後
耶穌指⽰進窄⾨的教訓後, 便說:「只是有在後的, 將要在前, 有在前的, 將要在後。」我解釋這
句話的意思乃是統聯這三段的意義, ⽽不是單單從前⼀句的從東南⻄北⽽來的結論。耶穌已藉
這三段教訓明⽰在上帝的國裏坐席的資格, 就是要有悔改的⼼, 常發現⾃⼰是不義的; 要有憐憫
與耐⼼; 道種的長成不得像管會堂的如此僵化; 要進窄⾨, 遵守基督的命令等, 這些總加起來使
基督徒是⼀個有深度思想, 並是⼀個可將基督⽣命之道⾏出來的⼈。這樣的基督徒必須⼼意更
新⽽變化, 才能持續保持在前的狀態。

第  ⾴ (共  ⾴)5 5


	Date of Sermon: 2021年 十月3日
	路加論反加恩之在後者 (1)
	經文
	前言
	路加福音第十三章
	第一段 (1-9節): 公義與憐憫
	比喻一: 無花果樹和管園的
	第二段 (10-21節)
	管會堂的質疑
	耶穌的回答
	比喻二: 芥菜種和麵酵
	第三段 (22-29節): 耶穌教訓要努力進窄門好得救
	家主關大門
	耶穌定義惡人
	惡人悲歌
	只是有在後的, 將要在前, 有在前的, 將要在後

